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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例
一、本「圖書館事業大事記」記載103年1月至12月間的各項大事，以便稽考。
二、本大事記收錄範圍與往年編例相同，下列事項因前述章節已有專論故本章不贅錄：（一）我
國圖書館界個人或個別機構參與之國際書展、學術交流或國際會議；（二）圖書資訊學研究
成果與論著發表；（三）圖書資訊系所、機構或團體辦理之個別型活動。
三、本大事記各款排列，以月日為序，經查考日期，排於某月某日；如有月日起迄日期，則以起
始日期為排序基準；若同一月日不只一事，則以事件權責機關之層級，區別先後。如有同一
系列或同一議題活動，於鄰近日期辦理，則於第一次發生日期下完整載錄。
四、本大事記內容所涉之人名、機構或研討會名稱，如有英文儘量採中文在先，括弧並列英文方
式著錄，惟考量有中譯不周延者，則保留以原來英文呈現。
五、本大事記資料彙整來源，主要根據103年之新聞報紙、網路新聞、圖書館網路論壇、圖書資
訊學校與圖書館團體網頁所刊載之資訊，經編修而成，如有缺漏之處，尚祈指正。

1月1日

館成為市民借書、看書、還書、捐書

臺南市立圖書館原屬之安平區圖書

的交流平臺。該館藏書逾7,400冊，

館、安南區安南圖書館、安南區土城圖書

師生及社區民眾均可自由取閱書籍，

館、中西區圖書館、東區林森圖書館、東

不必辦理任何借書手續，亦沒有借期

區裕文圖書館、南區喜樹圖書館等7所分

限制，期盼透過社會信任工程，展現

館，自本日起改為區圖書館，移撥各區區

師生及社區民眾高度的榮譽感及認同

公所管理。

感。

1月2日
▓ 新北市首座「公益圖書館」於中和國
中開放啟用，學校圖書館開放藏書，
提供社區民眾到校借閱書籍，啟用典
禮由市長朱立倫主持，期許學校圖書

▓ 中州科技大學舉辦「行動圖書館列
車」活動，提供位於臺中、彰化、南
投、雲林等4縣市之高中職學校圖書
巡迴借閱服務。計有光華高工、明
德女中、埔里高工、霧峰高農、大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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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工、竹山高中、西螺農工、大甲高

1月9日

工、員林家商、二林工商、大明高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中、北港農工、員林崇實高工及員林

究所、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主辦之「雲端

農工等14所學校提出申請，申請學校

行動環境下圖書館自動化發展與前瞻研討

可自電機、觀光休閒、運動健康等主

會」，假該校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數位展演

題類別中，挑選需求圖書，借期為兩

廳舉行。會議研討議題包含臺灣圖書館自

個月。

動化發展史、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與市場現

1月4日

況以及行動科技環境下之圖書館自動化系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喜閱網－閱

統新趨勢。

讀樂園」（http://163.16.5.173/

1 月13日

readerquiz/）啟用，該網站是為國小

高雄市甲仙國小「好鄰居圖書館」

學生開發之自我閱讀學習線上闖關系

落成啟用，該館源自甲仙國小拔河隊奮鬥

統，結合識字量檢測、圖書分級及線

故事「拔一條河」紀錄片中，提到支持學

上闖關活動，讓國小學童能找到適合

童閱讀的理念，在企業贊助下重建甲仙國

自己的圖書，並透過書籍難易分級與

小圖書館，並為擴大閱讀推廣效益，發展

識字量的分析配合，提高學生閱讀學

成為社區型圖書館，服務社區學童與民

習成效。

眾。

▓ 基隆市文化局開辦「書香便利通」服

1月14日

務，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基隆市民
眾，提供到府借、還書服務，鼓勵民
眾於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聯合櫃臺提
出申請。
1月6日

「圖資巨擘．兩岸交流先鋒：胡述兆教授
與李德竹教授學術思想研討會」，假該校
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因適逢
《胡述兆文集》與《李德竹文集》出版，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主辦之「推動

研討會邀請中國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學

臺灣學術傳播力：探討國內學術研究能

家文庫》編輯團隊分享編輯實務，並邀

量，藉由DOI提升國際競爭力」研討會，

請臺灣地區胡述兆教授與李德竹（1935-

於該校成功校區總圖書館地下一樓會議廳

2011）教授之門生與故舊好友分享二位

舉行。研討會旨在瞭解當前大學評鑑趨

大師的學術思想與行誼，並經由與會學者

勢與國內學術研究產出推廣之困境，並

專家之交流討論，匯聚眾人觀點，凝聚學

探討學術文獻如何運用數位物件識別碼

術專業知識，增進兩岸圖書資訊專業之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達到

展。

文獻發表高度曝光與資源管理之成效。

318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主辦之

圖書館事業大事記

1月18日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指導，國立

雲林縣斗六市公所於斗六火車站、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主辦

斗六市立繪本圖書館、斗六市公所、斗六

之「102年度國小圖書館圖書教師教

市立圖書館中山分館、斗六市立幼兒園、

育訓練－進階課程規劃」研習營，分

斗六西平郵局、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

北、中、南3個場次辦理，臺北場於1

區、斗六高中、雲林科技大學、環球科技

月22日至1月24日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大學等全市10處設置漂書站，提供市民自

進修推廣學院一樓演講堂舉行，旨在

由捐書、取閱漂書之服務，期以帶動城市

提供圖書教師進階圖書館經營與閱讀

閱讀風氣。

推廣知能。

1月21日

1月25日

新北市立圖書館開辦「幸福閱讀．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1月25日至2月10

學習相伴」課後陪讀服務，分別由總館、

日於臺中世貿展覽館二館舉辦「臺中閱讀

青少年圖書館、新店仁愛圖書閱覽室，以

嘉年華」書展，現場展出上萬冊圖書，並

及三重、三峽、中和、永和保生、石碇、

有天下、皇冠、時報等上百家出版社參

汐止新昌、坪林、林口、板橋、淡水竹

展。除大型書展外，臺中市32區圖書館、

圍、新莊中港等共計14所分館，召募大

圖書資訊中心也配合推出新春閱讀活動。

專校院學生與退休老師，組成「陪讀天

2月5日

使」，於每周二至周五下午5點到8點陪

▓ 仁瀚閱讀推廣基金會推出「仁瀚兒童

伴小朋友讀書；低收入戶學童只要在圖書

數位圖書館」，提供0到12歲孩童，總

館閱讀滿1小時，即可獲得50元「幸福餐

計上千本，含5種語言之電子童書，並

券」，可至全家便利商店兌換等值餐飲。

首創公益冠名權商業模式，由500位企

1月22日

業或個人對全臺灣各地區圖書館進行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辦理「Reading Bar

冠名贊助，一同推廣兒童數位閱讀。

讀冊吧」啟用儀式，此為一項結合閱

▓ 國家圖書館以「閱讀美好生活」為主

讀與公共藝術的裝置，裝置藝術內有

軸，參加第22屆臺北國際書展（2月5

50本主題圖書，提供市民從簡單、有

日至10日），並於主題館推出「寫給

趣的公共空間，取得閱讀資源，跳脫

時間的漂流記」明信片展。並以「從

傳統借還書模式，提供民眾免費、自

舊到新：『書』的知識與價值」為主

由的閱讀資源。此裝置第1階段於臺中

題，於臺北國際書展期間舉辦「圖書

航空站、臺鐵新烏日站、中山堂、金

館論壇」。

典綠園道一樓前廣場、勤美誠品綠園
道旁草悟道涼亭吧檯區等5處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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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主辦
「2014年數位時代的文化傳承與創新研

供圖書教師進階圖書館經營與閱讀推廣知
能。
2月21日

討會」，於臺北國際會議中心101B室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國立

行。研討會內容包括數位資料庫與臺灣文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與國立臺

學研究新趨向、原始資源數位化趨勢等議

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主辦，中華民國圖書館

題，並邀請學者專家分享數位時代之文化

學會、臺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資訊

傳承與創新經驗。

科學與科技學會臺北分會合辦之「2014

2月14日

圖書館科技與創新服務研討會」，於國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之「國中小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

學充實圖書改造暨營運計畫」，於新莊區

議廳舉行。研討會包含鏈結資料（Linked

新泰國小與三芝區三芝國小圖書館舉行完

Data）、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工啟用典禮。經改造之學校圖書館均成為

互動科技（Interactive Technology）、

校園愉悅閱讀之場所，新泰國小圖書館變

圖書館自動化策略合作（Strategic

身為「新泰叢林書屋」，三芝國小圖書館

Cooperation in Library Automation）四

以櫻花樹意象為空間主軸，讓閱讀空間氛

大主題，邀請國內外圖書資訊科技與應用

圍與當地人文景觀連結。

之產官學界相關人士，進行研討與交流。

2月15日

3月4日

桃園縣八德市立圖書館大湳分館揭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指導，國

幕啟用，該館舍原為八德市中正堂，早期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主辦，

為軍方所屬電影院，採「修舊如舊」方式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合辦之「102年度國

重整建築，保留軍工建築外貌，改造為發

小圖書館圖書教師教育訓練－進階課程規

揮歷史建築保存及活化空間運用之圖書館

劃」研習營，3月4日至6日臺中場次假國

館舍。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二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2月18日

研習營旨在提供圖書教師進階圖書館經營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指導，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主辦，

與閱讀推廣知能。
3月7日

高雄市立圖書館合辦之「102年度國小圖

教育部「『讀』領風騷－臺灣102年

書館圖書教師教育訓練－進階課程規劃」

閱讀習慣調查結果暨公共圖書館好書書目

研習營，高雄場於2月18日至2月20日假

發表記者會」於教育部五樓大禮堂舉行，

高雄市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講廳舉行，提

活動中公布102年國人閱讀習慣調查結
果、表揚全國公共圖書館借閱楷模，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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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四大主題書目予公共圖書館。閱讀習慣

庫，「愛的書庫」朝著一鄉鎮一書庫的目

調查結果顯示，全國民眾102年走入各地

標踏實前進，期望將愛的書庫「共讀」資

公共圖書館逾8,213萬人次，使用全國公

源推廣出去，讓書本發揮最大的效益。

共圖書館服務、借閱圖書冊數或人次，均

3月24日

較101年增加。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3月14日

（CONCERT）與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假該館文教區國際會議廳

共同主辦之「CONCERT 2014年座談

舉辦「梁丹丰教授專題演講暨畫作手

會」，分別於3月24日與3月26日假國立

稿資料捐贈儀式」，接受贈送之畫作

臺北教育大學藝術館國際會議廳以及南臺

超過1萬2,000幅，寫作手稿及照片等

科技大學圖書館12樓會議室舉行，座談會

逾2,000件。

主題為圖書館與創新服務。

▓ 彰化縣永靖鄉立圖書館歷經8個多月

3月28日

整修後重新開幕，經重新調配館內環
境，全館煥然一新，提供更優質閱讀
空間供民眾使用。
▓ 苗栗縣通霄鎮公所擴大辦理行動圖書
巡迴車下鄉服務，每半個月巡迴鎮內
10所偏遠小學，行動圖書巡迴車備有
近千本藏書，並針對學童需求挑選繪
本、世界名著、自然科學及歷史地理
等各領域書籍。
▓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會務設計
委員會主辦之「圖書館統計運用及問
題討論研習會」，於國立中山大學圖
書與資訊處地下一樓電腦教室舉行。
研習會針對圖書館服務規劃，安排統
計相關實務上機課程，以培養圖書館
館員的資料整理、調查與統計工作知
能，藉此提升圖書館整體服務效率。
3月21日
屏東縣第10座「愛的書庫」於新埤
國小揭牌啟用，該校為國內第184座書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指導，教
育部磨課師（MOOCs）分項計畫辦公
室、逢甲大學以及中華資訊素養學會共同
主辦之「『MOOCs的發展與挑戰』國際
研討會」，假逢甲大學圖書館地下二樓演
講廳舉行。研討會內容針對大規模網路開
放課程的規劃與推廣經驗，以及全球高等
教育發展趨勢等議題進行研討與經驗交
流。
3月30日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主辦之
「Altmetrics：學術傳播與評鑑新應用研
討會」，於該校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數位展
演廳舉行。研討會從Altmetrics做為討論
的起點，進一步論述Orcid和DOI，作為
研究者和期刊論文獨一識別碼，在學術傳
播場域中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4月11日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假清華
大學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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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屆第1次會員大會」，並於5月9日

4月30日

辦理第1次理監事會議選舉產生理事長、

聯合線上主辦「說故事的力量－圖

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書館閱讀推廣與數位創新研討會」，假國

4月15日

立臺北科技大學綜合科館地下一樓第二演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講廳舉辦。會議介紹圖書館服務推廣的案

究所主辦「檔案與族譜之徵集與鑑定研討

例與規劃，同時邀請知名作家、出版人、

會」，假國家圖書館文教區國際會議廳舉

平臺業者共襄盛舉。

行。研討議題包含檔案館藏發展、檔案價

5月1日

值鑑定、族譜資源分享等三項主題。
4月19日

圖書館合辦「2014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

國家圖書館與各公共圖書館合作辦

討會」，5月1日至2日於輔仁大學濟時樓

理「世界書香日．美好的閱讀」系列活

九樓會議廳舉行。會議目的在於藉由多元

動，推出「詩香傳真情」、「書香頌真

化知識角度探討圖書資訊相關之理論、

情」、「詩香滿校園」等活動，國家圖書

研究、開發與實務，提供與會人士能夠在

館則結合藝文界、圖書館、學校等機關團

傳統與現代、理論與實務、管理與服務、

體於該館演講廳舉辦「美好的閱讀．書香

不同科技在圖書資訊經營、服務與開發設

頌真情」名家朗讀大會，藉由活動與講

計等相關議題上，進行知識交流與學術對

座，提倡閱讀風氣，並帶領民眾體驗不同

話。

的文學風貌。

5月2日

4月20日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國立臺灣圖書館舉辦4場「視障者卓

（ C O N C E RT ） 與 施 普 林 格 出 版 社

越人才專題系列講座」，邀請國內視障卓

（ S p r i n ge r ） 合 辦 之 「 C O N C E RT

越人才講述成長、求學與工作等豐富人生

/ Springer電子資源研習會」

經歷，透過經驗分享鼓勵視障者參與社會

（CONCERT / Springer E-Resources

活動，並促進社會大眾對於視障者需求之

Seminar），假科技大樓四樓舉行，

重視。

研討會主題為「學術電子資源－

4月25日
國立成功大學圖 書館主辦「圖書館
行動服務探究與實務分享」研討會，於該
校成功校區總圖書館地下一樓會議廳舉
行，探討主題以知識經濟時代之大學圖書
館行動服務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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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新趨勢接軌」（Academic
E-Resources: Connecting the
International World），內容包含電子
圖書出版與發展，以及Altmetrics之應
用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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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ProQuest 公司與漢珍數位圖書公
司合辦「西方眼中的20世紀中國－以
歷史報紙、解密文件及當時國家政策
報告之研究與應用研討會」，假臺北
世貿中心第二會議室舉行，會議分別
透過學者與出版者的角度，闡述原始
資料如何成為研究創新的基礎。
5月15日

性圖書等四大類。
5月27日
▓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績優私立圖書
館」表揚大會，假臺灣省政資料館三
樓簡報室舉行，獲獎團體分別為基隆
市大慶大城社區圖書館、新竹市新竹
關帝廟忠義圖書館與雲林縣三崙社區
綠野沙崙生活館圖書室；獲獎個人則

教育部指導，國立宜蘭大學圖書館

為基隆市雞籠文史協進會附屬圖書館

承辦之「102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

林莊麗卿，以及雲林縣三崙社區綠野

館長聯席會」，5月15日及16日假宜蘭大

沙崙生活館圖書室吳雙喜。

學萬斌廳舉行，會議主題為「大數據時

▓ 桃園市內壢圖書館增建工程竣工，舉

代：圖資服務的挑戰與契機」。會場亦有

辦落成啟用典禮，新館新設無障礙設

圖書資訊廠商參展，提供產、官、學界圖

施、溫書室及兒童閱覽室等。

資服務對話平臺，計有136所學校、177
位館長暨館員參加。
5月21日

6月1日
新北市立圖書館與新莊瓊林小大讀
書會合作，推出以講師為書本概念的「漂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暨iGroup

人到校園」深耕閱讀計畫，由閱讀志工到

Ta i wa n 智 泉 國 際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合 辦 之

石碇雲海國小、萬里崁腳國小、瑞芳濂洞

「大學圖書館的轉型與蛻變：Librar y

國小、貢寮豐珠國小等4所偏遠學校，說

Service Transformin」研討會，於國立中

好書給學童聽，4所學校亦設置「活動漂

興大學圖書館六樓會議廳舉行。研討內容

書櫃」，將「103年好書大家讀」的優良

包含大學圖書館/館員定位、大學資訊服

圖書直接送進校園。

務的發展與未來等，並在學術傳播精神的

6月9日

訴求下，歸納出學術社群間（如專家學
者、大學圖書館及學術出版者三方面）應
有之合作與創新角色。
5月22日
設於高雄市立圖書館左新分館之南
區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揭幕啟用，該
資源中心以知識性主題為特色，館藏包含
青少年圖書、多元文化、文化創意、知識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三校簽署「國立臺灣
大學聯盟」意向書，未來將共享圖書館、
校園無線網路等資源。
6月13日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美國國際圖書館電腦
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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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共同主

也參加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Chinese

辦「雲端―OCLC協同合作＆資訊尋求服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

務」論壇，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地下一

CALA）年會。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旨在深化國內圖

7月1日

書館協同合作，提供圖書館員、教師與同
好討論交流、分享新知的機會，並探詢
「雲端」時代「圖書館合作」可以為使用
者提供加值服務之各種可能性。

館電子生活情報「圖書館Walker」，是
一份專為青少年打造的圖書館生活情報，
藉由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習慣與數位閱讀

6月14日

趨勢，以每兩周發行一期的電子生活情報

▓ 臺北市立圖書館之福德智慧圖書館於

方式，介紹新北市閱讀空間再造特色圖書

松山家商落成啟用，該館與學校合作

館，並且提供閱讀推薦、周邊銅板美食和

建置，總面積204坪，是全臺北市最大

休閒娛樂等學習與生活上的新知，讓閱讀

的智慧圖書館。全館圖書逾2萬3,000

與生活緊密相連。

冊，採用RFID射頻辨識晶片及自助借

7月6日

還書設備，也提供期刊、報紙現場借
閱。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與臺灣麥當勞公司
合作，辦理2014年「鼓勵閱讀，激發
想像力HAPPY行動故事屋」公益巡迴
活動。活動結合行動圖書車、漂書專
車和麥當勞行動故事屋，共同推廣親
子閱讀。
6月26日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天津南
開大學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共同主辦之
第12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7月6日至8日假天津南開大學商學院舉
行。研討會安排4場主題報告以及21場次
議題研討，共87篇學術論文發表，研討議
題包括技術、服務、管理、資源、教育、
使用者、社會、計量與學科、博士生論壇
分會場，以及系所主任聯席會、院系海報
展覽等。國內圖書資訊學界共61人參加，

Association, ALA）2014年年會6月26日

9所圖書資訊學師生共同發表34篇論文。

至7月1日於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中華

7月17日

民國圖書館界代表團由國家圖書館館長曾
淑賢率團與會，代表團成員計有立法院國
會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
灣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代表
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
生等約15人，除參加年會及海報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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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為王振鵠
教授舉辦九秩榮慶特展與慶生會，「振翮
高飛．鵠志萬里－王振鵠教授九秩榮慶特
展」採用圖文與多媒體方式呈現王振鵠教
授生平與學術歷程，並展出手稿文件與相
關公文檔案，展期自7月17日至31日。

圖書館事業大事記

7月18日

參加。此屆會議主題為「圖書館、公民

國家圖書館於該館國際會議廳舉辦

與社會：知識匯流」（Libraries, Citizens,

「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王振鵠教授學術

Societies: Confluence for Knowledge），

思想研討會」，會議子題為王振鵠教授與

臺灣圖書館界共發表論文4篇，海報展展

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王振鵠教授與圖書

出9件。

館專業教育及研究、王振鵠教授與圖書館

8月23日

國際及兩岸交流，會中並發表王振鵠教授

德國非營利慈善機構「好書共享協

新書《臺灣圖書館事業文集》。

會」之望道號抵達基隆港，望道號為全球

7月21日

規模最大之海上圖書館，載有超過5,000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長安分館本日

種、60萬冊的各類型圖書，以及400位來

揭幕啟用，成為新北市第1座科學主題圖

自全球45個國家的志工，自8月23日至9

書館，總面積268坪，設有3艘太空船造型

月9日每天開放民眾登船逛書展，並舉辦

視聽室以及可以觀看太空的立體投影球與

「英語咖啡廳」，民眾可花費50元與來自

星象投影機，並設置親子閱覽區、期刊區

世界各地的船員互動學英文。

以及多功能教室，館藏二萬多冊圖書，其

8月24日

中約8,000冊為科學主題書籍。
8月9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邁入百年，規劃館
慶系列活動「書香慶百歲」，於一樓及大

高雄市政府增建鳳山中崙圖書分館
完工開館，中崙分館是繼大東藝術圖書館
後，鳳山區的第4座圖書館。
8月28日

廳展出「唯讀100年」館史特展、五樓特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

展室展出「百藏．臺灣」館藏精選特展，

員會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暨

陽明山中山樓則配合辦理「悠郵中山樓－

臺大醫院圖書室辦理之「第36屆醫學圖書

郵票常設展」，並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館工作人員年會暨2014海峽兩岸醫學圖書

司共同發行圖書館主題郵票，館慶典禮頒

館研討會」於8月28日至29日舉行，會議

贈「百年紀念借閱證」予資深讀者中央研

安排7場專題演講以及3場實務分享。

究院院士曹永和與資深館員高碧烈。

9月29日

8月16日

高雄市立圖書館草衙分館開幕啟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用，該館空間設計融入大量海洋元素，藏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書逾10萬冊，為高雄市立圖書館分館藏

Institutions, IFLA）2014年年會8月16日

書最多者，開幕活動備2,000份福袋，發

至22日於法國里昂市舉行，中華民國圖

送予辦理借書證民眾，希望藉此提升借閱

書館學會理事長薛理桂率團員共計41人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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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

10月10日

彰化縣政府自10月4日起至19日止舉

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率領臺灣卓

辦「103年閱動生活．跨界體驗」活動，

越圖書館代表團（由專業學會理事長、國

以「跨界閱讀對談」及「真人圖書館」為

立圖書館館長，以及102年全國公共圖書

主題。在「跨界閱讀對談」系列中，邀請

館評鑑獲年度圖書館獎及特色圖書館獎之

名人聚焦「世代」及「文化」議題，透過

圖書館館長及主管們組成）於10月10日至

資深世代分享經驗及故事，年輕世代分享

10月12日赴北京辦理「兩岸公共圖書館事

不同的視野及熱情，在交流過程中創想

業發展聯展與論壇」，10月13日至15日

新的模式，並深入探討閱讀議題，在交

赴南京參加「首屆玄覽論壇」。兩岸公共

流中對話未來。活動於10月12日在二林

圖書館事業發展聯展為兩岸公共圖書館界

鎮立圖書館演藝廳，邀請設計大師蕭青陽

首度攜手合作策展，透過展覽展現兩岸公

與利用紙箱做出等比例鋼鐵人的鍾凱翔，

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全貌；圖書館前瞻論

對談「用創意玩出新視界」；10月19日

壇由兩岸營運績優的公共圖書館館長們，

在彰化高中雨賢館，邀請超級模王大道冠

分別就創新服務、閱讀推廣、新館建設及

軍林俊逸與天下文化雜誌副社長兼總經理

數位服務等議題分享其經營理念與推動策

林天來，對談「堅持，才能看見黑暗中的

略；「首屆玄覽論壇」於10月13日假南

光」。「領讀真人書」系列活動，則分別

京圖書館舉行，兩岸專家學者分別以圖資

於10月4日、10月5日、10月18日共舉辦3

專業角度就承載中華傳統文化的典籍的保

場講座，邀請金曲獎詩詞創作人鍾永豐、

存、傳播與影響進行研討。臺灣卓越圖書

雲門舞集表演者王瑋廉、十大傑出青年林

館代表團此行除辦理聯展與論壇，亦安排

麗蟬、科學魔術師梅期光、節目主持人王

參訪公共圖書館及大學圖書館。

浩一、鹿港吸管達人洪俊良、俠醫林杰樑

10月27日

遺孀譚敦慈、九天民俗技藝團作曲家曾德
偉、百岳達人陳前等現身說法，提供生命
智慧。
10月8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學會臺北分會
合辦之「知識管理與知識服務」研討會，
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

正修科技大學推動「愛的書庫，我

廳舉行，會中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愛閱讀」活動，與琉球鄉立圖書館及鄰近

學系教授陳光華與林珊如、香港大學教育

的大華、文德、鳥松、三埤國小合作，讓

學院副教授朱啟華、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

當地學童擁有更多圖書資源。

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教授江炯聰、碩網資
訊總經理邱仁鈿、意藍科技創辦人楊立
偉、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
系教授楊千等人分享寶貴知識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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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議邀請韓、泰、美、荷、澳等國學者

國立臺灣圖書館與臺灣國際資訊

專家，分享各國經驗；高雄市立圖書

整合聯盟協會合作於11月6日至7日辦

館與遠流出版社合作提供「台灣雲端

理「未來圖書館」國際研討會，邀請英

書庫＠高雄」，是全國首例落實公共

國Idea Store副理Sergio Dogliani、芬蘭

借閱權概念的電子書借閱平臺，高雄

坎培爾大學教授Pertti Vakkari、美國圖

市民持高市圖借閱證，一年內可免費

書館學會公共圖書館學會會長Carolyn

借閱60本電子書，包括近期新書與當

Anthony、美國國會圖書館視障與身障服

期雜誌均可於該平臺借閱。

務主任Karen Keninger、美國洛杉磯公共

▓ 臺南市安定區公所與全家超商合作推

圖書館館長John Sazbo、新加坡國家圖書

動「線上預約，超商取還書」服務，

館管理局顧問Ngian Lek Choh及香港圖

民眾憑圖書館系統發出的取書代碼簡

書館協會會士鄭學仁等7位國外學者及5位

訊，可於安定區現有4家全家超商借

國內學者，研討「讀者服務」、「特殊讀

書、還書。

者服務」、「社區價值」及「創新服務」

11月17日

等四大主題，全國公共圖書館約250位館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啟用全國第1座視

員參加。

障學生專屬的數位圖書館，以「空間減法

11月13日

設計」為理念，於入口處提供觸摸式「定

▓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總館於11月13日開

向地圖」，採用不同粗糙度的材質，配合

館試營運，該館為全球第1座懸吊式

點字文字，標示出聽閱區、互動教學區、

綠建築，館內除有豐富藏書，亦引入

檢索區、吧檯閱讀區等空間，並購置液晶

「博物館化」概念，蒐羅逾500冊中

螢幕視訊設備、擴視機、平板電腦，搭配

外珍品藏書，請專家撰寫導讀說明；

有聲書系統，結合雲端技術、數位影音等

13日至15日展開為期三天的「翻轉

資訊媒介，提供視障學生更方便閱讀的環

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空間與服務新

境。

典範國際論壇」（Flipped Libraries:

12月1日

International Forum on New Paradigm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與

in Space and Service of Public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舉辦「跨界與轉

Libraries），討論「翻轉創意．發現不

化：2014第5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

一樣的圖書館」、「翻轉空間．打造

研討會」，12月1日至2日假中央研究院

圖書館新美學」、「翻轉形象．看見

人文社會科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英

圖書館新價值」、「翻轉高雄．圖書

國Harold Short、澳洲Paul Arthur、荷蘭

館創造城市幸福感」等四大主題，會

Hilde de Weerdt、德國Dagmar Schäfer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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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四年圖書館年鑑

及日本MitsuyukiInaba共五位數位人文領
域的國外學者，於會中「圓桌論壇」進行
演講。

12月7日
教育部於國家圖書館「103年臺灣閱

12月6日

讀節」活動中頒發103年「圖書館傑出人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配合「臺灣閱讀

士貢獻獎」，其中「傑出圖書館主管獎」

節」12月6日辦理活動，邀請「真人

由花蓮市立圖書館館長蔡淑香、高雄市立

書」與民眾互動，並辦理戶外閱讀講

圖書館館長施純福、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科

堂、行動書車大會聚、體驗新科技閱

長彭秀珍3人獲得；「傑出館員獎」由國

讀沙龍，以及真人扮演童話角色的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副研究員賴麗香和臺

「專人桌邊說故事」、教桌上遊戲的

南市歸仁區圖書館館員賴麗貞2人獲得；

「閱讀百分點」等。國家圖書館於12

「地方首長貢獻獎」得主為新北市長朱立

月7日主辦「103年臺灣閱讀節」系列

倫、雲林縣長蘇治芬、南投縣埔里鎮長周

活動－閱讀嘉年華會，計有「千里傳

義雄。

書情」、「代代樂書香」、「閱讀踩

12月17日

街」、「閱讀來自好聲音」、「樂遊
Q版漫畫區」、「幸會臺灣」、「交
換閱讀」及「書香傳愛心」等超過30
項多元活動。「書香傳愛心」活動，
義賣桌球國手莊智淵的簽名球拍、藝
人林志玲的飾品等，義賣所得購置優
質童書捐給偏鄉圖書館。
▓ 苗栗縣政府舉行「103年苗栗縣公共圖
書館獎勵閱讀活動」頒獎典禮，自縣
內1月至9月借書100本以上之2,068位
讀者中抽出240人，發出30萬元禮券獎
金，鼓勵縣民閱讀。
▓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於陽明山中山樓
一樓文化堂召開第53屆第2次會員大
會，邀請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
以「圖書館的空間設計與展演革命」
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並舉辦2014圖書
資訊展覽、專門圖書館海報展、參訪
中山樓及文化大學圖書館與博物館等
328

系列活動。

國立臺灣圖書館於該館一樓大廳舉
辦103年「強化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
用中程發展計畫」成果發表記者會，推出
新開發之「視障隨身聽APP」，同時表揚
響應捐贈出版品電子檔之遠流、聯經、潑
墨書房、新北市文化局等出版者，會中並
頒發「視覺功能障礙研究優良學位論文獎
助」各獲獎人。
12月25日
因應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原12鄉
鎮市公所28所公共圖書館業務移撥至文
化局，成立「桃園市立圖書館」，負責統
籌、整合與規劃桃園公共圖書館各項業
務。其組織計有總館1所，分館31所，閱
覽室3所，共35所館舍。新自動化系統亦
於本日正式上線，整合原桃園縣政府文化
局圖書館及13鄉鎮市立圖書館各自獨立的
自動化系統、讀者檔及各項館藏資料。

